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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全国组织部长
会议18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
并讲话。 他强调， 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要认真
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 四中、 五
中、 六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进
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坚持改革创新、 求
真务实、 狠抓落实， 努力把党的建设和组织工
作做得更实更好， 为实现经济工作稳中求进和
推动科学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坚强组织保
证，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习近平强调，2012年部分省区市党委将进行
换届，地方人大、政府、政协换届工作也将全面展
开。 各省区市要继续认真贯彻中央部署，加强组织
领导，进一步把工作抓细抓实。 要坚持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切
实把政治坚定、实绩突出、作风过硬、群众公认的
干部选拔上来。 换届考察中，要充分发扬民主，认
真落实群众对干部选用的知情权、 参与权、 选择
权、监督权，做到尊重民意与正确集中相统一。 对
干部德的考察，要坚持把个人述职、民主测评、个
别谈话、民意调查、实绩分析和年度考核、巡视监
督、 关键时刻考验等多方面多渠道的考察有机结
合起来，全面、历史、辩证地评价干部的德。 考察干
部的才，要注重考察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的能力，防止简单地把经济总量、发展速度等作为
评价干部政绩的主要依据。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铁道部有关负
责人18日表示， 网络订票范围再次扩大， K字
头 “1-7000” 都可网订。 年底前， 铁路部门将
努力进一步扩大火车票网购范围。

在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网站上， 记者发
现K字头的列车已经实现了网络售票。 网络订
票非常简单， 在打开中国铁路客服中心的网站
后，注册有效的身份证件，接着便可在线购买。

据介绍， 网上购票的预售期和代售点有一
定的时间差别， 如果网购成功， 订票人还需持
本人身份证原件， 或者附有学生优惠卡的学生
证原件， 在开车之前到车站或者是代售点换取
纸质车票， 然后才能上车。

据新华社广州12月18日电 “寻找玉德人
物 ” 评选18日在首届中国揭阳玉文化节上揭
晓， 救助小悦悦的 “最美婆婆” 陈贤妹、 “免
费午餐” 发起人邓飞等10人当选。

与陈贤妹、 邓飞一起获奖的还有18年风雨
无悔甘做 “天安门广场的义务美容师” 的七旬
老党员刘玉珍， 17载风雨相依不离不弃、 谱写
人间大爱的 “孝星 ” 杨森 ， “割肝救母 ” 反
哺、 孝行感天动地的广州留学生彭斯， 危难关
头挺身而出的的哥谢员生等3位 “逼停哥 ”，
“打拐” 4年解救200余名儿童的义务志愿者张
宝艳， 20年如一日义务帮扶、 被人们亲切地称
为 “军娃们的张妈妈” 的张舜芳， 一条腿换回
一条命、 激发社会向善力量的 “最美女孩” 刁
娜， 打工10年替农民还债39万元、 以诚信感动
中国的 “还债局长” 胡丙申。

为彰显玉在中华文化中的美德内涵， 10位
“玉德人物” 各获一枚价值10万元的翡翠玉德
牌， 让好玉配好人。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国家统计局18
日发布报告， 11月份我国70个大中城市中， 新
建商品住宅 （不含保障性住房 ） 价格环比下
降的城市数量达到49个， 比上月增加了15个。

报告显示， 11月份我国70个大中城市中，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持平的城市有16个； 价
格环比上涨的城市中， 涨幅均未超过0.2%。

从同比情况看，11月份我国70个大中城市
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下降的城市有4个，
比上月增加了2个； 涨幅回落的城市有61个，比
上月增加了2个。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
在5.0%以内的城市有61个，比上月增加了4个。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日前表
示，今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取得初步
成效。 明年要巩固和扩大房地产市场调控成
果，继续严格执行抑制投机 、投资性需求的政
策措施，鼓励支持中小户型 、中低价位的普通
商品房建设，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习近平在全国组织部长
会议上强调

49个城市房价环比下降

网购火车票扩至“K”字头

首届“中国玉德人物”揭晓
陈贤妹邓飞等10人当选

据新华社德黑兰12月17日电 伊朗外
交部长萨利希17日表示， 伊朗不会归还遭
伊军方截获的美国无人侦察机， 伊朗最高
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决定这架无人机的 “命
运”。

萨利希当天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通讯社专访时否认伊朗通过外援才成功截
获这架无人机。 他说， 不管美国是否愿意
承认， 伊朗武装部队的确独立地成功令这
架无人机降落， 无人机降落时只受到轻微
损伤。

萨利希说， 伊朗必定会追究这一美国

“入侵” 事件， 保护伊朗的权利。 伊朗已致
信联合国、 伊斯兰合作组织和不结盟运动，
以示对美国的抗议。

据新华社德黑兰12月17日电 伊朗情
报部17日发表声明称， 伊朗抓捕了一名美
国中央情报局间谍。

声明说， 这名间谍系伊朗籍， 是中情
局一名分析员， 曾就职于美军驻伊拉克和
阿富汗军事基地的情报部门， 其目标是执
行精心策划的任务并打入伊朗情报机构内
部。 伊朗情报部门早在这名间谍刚抵达美
军驻阿富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时就识破其

身份。 在这名间谍进入伊朗后， 伊朗情报
机构密切监视其举动， 在其开始执行情报
搜集任务时实施抓捕。

声明说， 为了对伊朗实施全面情报行动，
美国政府花费巨资并精心谋划如何渗入伊朗
情报机构。

伊朗议员帕尔维兹·苏鲁里上月说 ，
伊朗抓获12名美国中情局特工， 重挫美国
在伊朗的情报搜集活动 。 今年5月 ， 伊方
宣布破获一个间谍网络 ， 逮捕至少30人 ，
指认他们为中情局工作。

伊朗不会归还美无人侦察机 抓捕一美国间谍

据新华社雅加达12月18日电 一艘搭载
约250名中东非法移民的船只17日在印度尼
西亚东爪哇附近海域沉没， 目前仅有33人生
还， 其余200多人下落不明。

在现场参与搜救的人员18日通过电话告
诉新华社记者， 失事船只在东爪哇附近海域
遭遇大浪，因船体受损沉没，有33人被救起，
其中2人被送往医院救治。东爪哇已动员专业
搜救员、军警和附近船只共同搜救，但不利天
气和海浪严重妨碍搜救行动。

据生还者说，这些非法移民来自伊朗、阿
富汗、土耳其和伊拉克等国，从迪拜飞往雅加
达后，准备乘船前往澳大利亚。

非法移民船沉没印尼海域
200多人失踪

沉船事故的获救者在印度尼西亚东爪
哇省特伦加莱的一个临时安置点休息。

新华社发

2011年， 物价成为最受关注的民生热点
和经济指标。 短短一年间，多种商品价格上演
了起起落落的“过山车”行情。 一年间，国内物
价有惊无险，显示了调控的“路线图”：既要控
制物价波动，又要保障经济平稳发展，同时千
方百计为老百姓的“钱袋子”增收……速度、
结构、物价三者关系如何统筹，成为明年宏观
调控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011年：物价“有惊无险”

2011年物价如同“过山车”一般，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从年初4.9%的月度同比涨幅一
路上涨，直到7月份同比涨幅达到了6.5%，创下
37个月的新高。 最新发布的11月份我国CPI同
比涨幅回落至4.2%， 降幅超过大多数学者预
期，全年来看，物价已经成功“稳住”。

走出“倒V形”曲线的CPI涨跌背后，既有
市场无形的手作用， 更是调控 “有形的手”影
响。“难驯”的物价，曾一度冲击人们的CPI承受
力。但在适度、有力的调控下，物价走势逐步趋
于平稳， 尤其下半年以来愈发平缓的态势，让
不少产品价格都经历了“有惊无险”的一年。

但不可否认的是， 农产品时而卖难价
跌、时而供少价涨的“大小年”现象也并没有
得到真正解决。 专家指出，受诸多不确定因
素影响，明年的通胀形势不能太乐观，“保民
生”，依然是明年稳定物价工作的最大挑战。

物价套住“缰绳”

7月份之后， 居民消费价格开始逐步回
归常态 。 作为此轮CPI快速上涨的主要
“推手”， 以生猪、 蔬菜为代表的食品类价
格近来走势出现明显变化。 尤其11月份全
国猪肉价格环比下降5.3%， 整个食品类价
格环比下降0.8%， 是近年来所罕有的。

数字背后反映的是今年中国的调控之
力。 从不少人担忧物价会如野马“脱缰”，到
物价在宏观调控之拳出击下开始走稳，为物
价套上“缰绳”，绝非一时一日之功。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
家庄健表示：“物价总水平在国内调控和外
部需求走软的综合作用下见顶回落，说明调
控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 ”

物价仍是“笼中虎”

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 当
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 不协调、 不可

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 经济增长下
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指出，初步
判断2012全年CPI同比涨幅将在3%-3.5%的
区间，通货膨胀不会成为宏观经济中的主要
问题。 但中长期看，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依
然存在，如人口结构转换导致的劳动力成本
的提升、资源品价格改革带来的资源品价格
的上涨以及城市化进程使得土地面积的减

少等因素，都将推动物价水平的上涨。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博

士王丹表示：“中国经济犹如在高速公路上疾
驰的汽车， 现在正在转弯， 需要多方面的配
合，松油门、转方向，甚至需要点刹车。 ”而中
国在短期内很难扭转对投资和出口依赖性比
较强的问题，因此例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业
增长等经济中的短板都需要加强， 结构调整
继续推进。 （据新华社上海12月18日电）

新华社记者 周琳 陆文军 沈而默

图为市民在上海一家大型超市推出的 “产地直供” 专区内， 选购价格相对低廉的新鲜蔬菜。 新华社发

有惊无险，民生当先
2011物价“调控图”：

新华社巴格达12月18日电 伊拉克国
家电视台18日报道说， 最后一支美军车队
当天离开伊拉克进入科威特境内 。 至此 ，
美军已完成撤离伊拉克的整个计划。

美军及伊拉克官方均未发表正式声明
证实撤军完成。 据可靠消息来源说， 尚有
100多名美军驻留伊拉克境内， 接受美国使
馆领导， 担负协助伊军训练的任务。 12月

31日最后撤军期限到来后， 这部分美军将
不能继续享有司法豁免权。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 驻伊美军
人数最多时达17万， 在伊全境设有505个军
事基地。2008年，伊美签署驻军地位协定，规
定2011年12月31日后，驻伊美军将不再享有
司法豁免权。

此后，美军逐步降低在伊拉克的干预程

度，陆续撤离。至2011年年中，驻伊美军人数
已减至不足5万。美方曾一再对伊方施压，敦
促伊主动要求美军逾期驻留。伊拉克主要政
治派别领导人10月4日召开会议后发表声
明，宣布同意保留少数美军用以训练伊拉克
安全部队，但拒绝给予美军司法豁免权。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15日在伊拉克正
式宣布驻伊美军任务结束。

据新华社马尼拉12月18日电 连日来 ，
热带风暴 “天鹰” 带来的强降雨导致菲律宾
南部卡加延-德奥罗河河水暴涨， 当地数以
万计居民的房屋被毁。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管
理委员会公布， 目前在这场热带风暴中死亡
的人数已上升到516人， 救援人员正在全力
搜寻遇难者和失踪人员。

参加救援的菲律宾军方公布的灾情则更为
严重。 东棉兰老军区发言人莱奥波尔多·加隆
说，仅受灾最严重的卡加延-德奥罗和伊利甘市
就有548人死亡。 另外，菲南部棉兰老地区共有
800人失踪，死亡人数可能超过千人。

俄罗斯远东地区一座石油钻井平台18
日倾覆沉没， 平台上67人中14人获救， 至
少4人丧生、 49人失踪。

当地紧急情况部门官员说， 出事钻井
平台所储燃油量少， 即便泄漏也不会引发
环境灾难。

平台倾覆
法新社援引当地紧急情况部发言人泰

穆拉兹·卡萨耶夫的话报道 ， “科尔斯卡
耶 ” （又译 “克拉 ”） 石油钻井平台出事
地点位于距萨哈林岛200公里的鄂霍次克
海中心海域。

当时， 一艘破冰船和一艘拖船正试图
将钻井平台拖拽至萨哈林岛， 但船只 “舷
窗遭海浪和冰块冲击后破损， 船舱开始进
水 ”， 导致作业中断 。 平台上人员等待直
升机救援时平台倾覆沉没， 没有来得及登
上救生筏逃生 。 按卡萨耶夫的说法 ， 钻
井平台当天出事前已经出现故障。

俄罗斯新闻社的说法与法新社存在出
入。 这家通讯社报道，“科尔斯卡耶”钻井平
台18日凌晨发出求救信号。 一艘直升机、一
艘破冰船和一艘救援船随后前往营救。

俄罗斯运输部说， 平台上67人中53人
为水手，另外14人系工人和后勤服务人员。

顶风搜救
救援人员说， 67人全部身着防水服和

救生衣 。 救援人员正顶着4米高海浪和时
速70公里的强风全力施救。

“14名生还者已从水中救出 ，” 俄罗
斯水运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 “水中还发

现4人， 已无任何生命迹象。” 由于天气状
况恶劣， 救援人员尚无法将他们拖出水。

49人仍旧下落不明。 俄罗斯运输部说，
“阿特拉斯”号救援船有望于18日下午到达平
台沉没地点，另一艘船只“尤里·塔拉普罗夫”
号将于19日晨抵达。另外，两架直升机将相继
加入救援。

无碍环境
“科尔斯卡耶” 石油钻井平台1985年

在芬兰建造， 长69米， 宽80米， 最多可容
纳102人 。 平台为一家俄罗斯油气开采企
业所有， 后者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

司存在合同关系。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主要从事

天然气勘探、 开采、 运输、 加工和销售。
卡萨耶夫说， 平台已完全沉没， 但不

会对生态环境构成威胁。
“钻井平台所储燃油量少且储藏在密

闭油箱内， 不会有泄漏危险。”
这座钻井平台今年9月投入钻油工作，

原打算3个半月内在海平面3500米以下钻出
一口油井。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一
名发言人说， 钻井平台当天出事前已完成
既定作业， 正在前往基地。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俄一远东钻井平台倾覆
至少4人丧生49人失踪

最后一批美军撤出伊拉克

热带风暴肆虐菲律宾
死亡人数突破500人

本报12月18日讯 (曹婉绪 ) “每一个
颜色都有一个故事。” 继亚太首家旗舰展厅
在上海揭幕后， 12月17日， 威士伯涂料中国
第二家旗舰店正式登陆长沙。

来自美国的威士伯是世界第六大涂料品
牌，200年辉煌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 赋予
品牌“全球最值得信赖的涂料供应商之一”的
耀目光环。 如今，威士伯从美国来到中国，将
专业色彩带给中国的消费者与专业人士。 从
咨询配色和工具、产品推荐到色彩实现，威士
伯提供大师级的一站式色彩体验。

走进威士伯涂料长沙旗舰专卖店， 犹如
走进了一个色彩的王国。 这里不仅设置了体
验区、 咨询区、 展示台、 客服中心等区域，
提供全方位家居装饰的解决方案， 而且将有
专业的 “色彩顾问” 为消费者提供色彩体验
与咨询， 让他们能亲身参与色彩的选择。

演绎色彩传奇
美国威士伯登陆长沙

防止简单把经济总量
作为政绩评价主要依据

北京时间12月18日凌晨， 中国第28次南极
科考队在南极普里兹湾海域成功布放一套潜标
系统。 这套潜标系统携带有沉积物捕获器、 声
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等设备。 潜标系统记录的
数据， 可用于调查普里兹湾的长期水体变化特
征与运动过程。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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